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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卫生

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互依型自我建构的影响

麻丽丽１ꎬ２ꎬ贾成龙２ꎬ许学华１ꎬ秦金亮２

１.长治医学院精神卫生系ꎬ山西 ０４６０００ꎻ２.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

　 　 【摘要】 　 目的　 探索童年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关系参照效应即互依型自我建构的影响ꎬ为改善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

卫生状况提供依据ꎮ 方法　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底招募某市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 ９１ 名ꎬ通过自传记忆提取的线索词技术考察留守

经历大学生在亲辈、祖辈、朋辈的关系参照效应ꎮ 结果　 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亲辈、祖辈、朋辈关系参照效应有统计学意义

(Ｐ 值均<０.０５)ꎬ朋辈参照效应与亲辈参照效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Ｐ ＝ ０.４９)ꎻ留守经历大学生亲辈、祖辈关系参照效应

有统计学意义(Ｐ 值均<０.０５)ꎬ没有表现出朋辈参照效应(Ｐ ＝ ０.０９)ꎮ 父母教养方式匹配组被试没有出现任何关系参照效

应(Ｐ 值均>０.０５)ꎮ 结论　 留守经历影响大学生互依型自我建构的扩展范围ꎬ心理留守比亲子分离对大学生有着更加消极

的影响ꎮ
【关键词】 　 精神卫生ꎻ自我ꎻ学生

【中图分类号】 　 Ｂ ８４４.２　 Ｇ ６４５.５　 【文献标识码】 　 Ａ　 【文章编号】 　 １０００￣９８１７(２０１８)１１￣１６７４￣０４

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ｆｔ￣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/ ＭＡ Ｌｉｌｉ∗  ＪＩＡ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ＸＵ Ｘｕｅｈｕａ 
ＱＩＮ Ｊｉｎｌｉａｎｇ. ∗ Ｃｈａｎｇｚｈ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ｈａｎｇｚｈｉ ０４６０００ 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

【Ａｂｓｔｒａｃｔ】　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　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ｆｔ￣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￣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. Ｍｅｔｈｏｄｓ　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１
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ｐｒｉｌ ｏｆ ２０１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ｅ￣ｗｏｒ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
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ｅｒｓ￣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ａｓｋ ａｍ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ｆｔ￣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. Ｒｅｓｕｌｔｓ　
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ｅｒｓ￣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
ｌｅｆｔ￣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<０.０５ 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ｅｒｓ￣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￣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
 Ｐ＝ ０.４９ .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￣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￣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ｆｔ￣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<
０.０５  ｂｕｔ ｎｏ ｐｅｅｒｓ￣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Ｐ＝ ０.０９ .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￣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ｅｎ￣
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>０.０５ .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　 Ｔｈｅ ｌｅｆｔ￣ｂｅｈｉ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ｅｌｆ￣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
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.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ｆｔ￣ｂｅｈｉｎｄ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ｓ ｍｕｃ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ａｒｅｎｔ￣ｃｈｉｌ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.

【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】　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ｇ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

【基金项目】 　 长治医学院科技启动基金项目(ＱＤＳ２０１５０２)ꎮ
【作者简介】 　 麻丽丽(１９８３－　 )ꎬ女ꎬ山西长治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

究方向为儿童与青少年发展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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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留守指由于父母单亲或双亲外出务工而造成的

亲子离异现象ꎬ留守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留

守期间ꎬ更可能延续至留守结束以后ꎮ 国内留守经历

大学生比例为 ２３.２５％ ~ ４５.６５％[１－４] ꎬ具有留守经历的

大学生更易出现依恋、孤独感[５] 、人际交往困扰[２－３] 和

人际信任问题[６－７] ꎮ 根据互依型自我建构的研究结

果ꎬ个体人际交往问题与互依型自我建构有关ꎬ互依

型自我建构的个体往往能更好理解他人的情绪与观

点[８] ꎬ更好地处理人际矛盾ꎬ人际距离往往也更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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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[９] ꎮ
互依型自我建构是指自我建构中自我和他人的

重叠[８－１０] ꎬ是集体主义文化下特有的人际现象在个体

自我建构中的投射ꎮ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互依型自我

建构(自我与他人的重叠)常体现在关系参照效应中ꎬ
父母、看护人、朋友、恋人和孩子的参照效应都稳定地

出现在中国人的自我建构中[１１－１３] ꎮ 朋友和恋人的参

照效应甚至在青春期和青年早期有超过父母参照效

应的趋势ꎬ在扩展自我范畴、完善自我认知、获得更完

整的人际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[１３－１４] ꎮ 国内研究表明ꎬ
留守儿童的母亲参照效应较弱[１５] ꎻ抚养人参照效应更

强ꎬ留守儿童对抚养者信息的处理会被分配更多的认

知资源[１６] ꎮ 本研究通过自传记忆提取的关系参照范

式探索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互依自我建构特征ꎮ

１　 对象与方法

１.１　 对象　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底招募长治市全日制本科在

校学生 ９１ 名ꎬ其中男生 ４２ 名ꎬ女生 ４９ 名ꎮ 根据国内

常用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界定标准ꎬ将童年(１４ 岁之前)
具有留守经历超过 １ 年的大学生界定为有留守经历大

学生ꎮ 其中无留守经历的 ５９ 名ꎬ有留守经历的 ３２ 名ꎮ
其中 ３ 岁前开始留守的 ９ 名ꎬ幼儿期开始留守的 １０
名ꎬ小学期间开始留守的 ８ 名ꎬ初中时期开始留守的 ５
名ꎮ 所有被试均对调查和实验任务内容知情ꎬ为控制

主试和被试对实验分组的期望效应ꎬ本研究采用双盲

设计ꎬ实验结束后课题组进行积极心理学讲座ꎮ
１.２　 研究设计　 在实验前 ２ 周使用 ＷＨＯＴＯ 问卷确

定被试在亲辈、朋辈、祖辈中的依恋对象为正式实验

中自传记忆回忆的重要他人人物线索[１７] ꎮ 在正式实

验阶段要求被试按照线索词范式回忆 １ 件跟线索词人

物相关的具体事件ꎬ并记录反应时ꎮ ４ 个人物线索分

别为亲辈、祖辈、朋辈、他人的称谓词ꎮ 正式实验中线

索词出现的顺序随机ꎮ 为了让被试了解实验程序ꎬ在
正式实验前先进行练习ꎬ练习的线索词为大学生喜爱

的明星名字ꎬ被试熟悉实验程序后进行正式实验ꎮ 关

系参照的效应(互依型自我建构)由重要他人事件回

忆的提取时长(反应时)与同学相关事件回忆提取时

长的差异评估ꎬ若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则表明具

有关系参照效应ꎮ
此外留守经历往往混合了家庭中父母教养方式

的因素ꎬ为了在研究中分离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建构

的影响ꎬ本研究采用 １９９３ 年中文修订版父母教养方式

量表(Ｅｇｎａ Ｍｉｎｎｅｎ ａｖ Ｂａｒｎｄｏｍｓ Ｕｐｐｆｏｓｔｒａｎ￣ｏｗｎ Ｍｅｍｏ￣
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ꎬＥＭＢＵ)对

留守和非留守经历大学生进行调查[１８] ꎬ筛选出父母教

养方式各因子得分均在留守经历大学生各因子均分±
１０％范围内的个体作为匹配组ꎬ通过对比非留守组、匹

配组和留守组大学生的关系参照效应探索留守经历

大学生互依型自我构念的特征ꎮ
１.３　 统计学分析　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.１ 软件建库并进行

数据录入和逻辑检错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８.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
统计方法包括 ｔ 检验、重复测量方差分析ꎮ Ｐ<０.０５ 为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

２　 结果

２.１　 自传记忆回忆中的关系参照特征　 将大学生在

自传记忆回忆中 ４ 种人物线索的提取反应时进行重复

测量因素方差分析ꎬ结果表明ꎬ人物线索主效应有统

计学意义(Ｆ ＝ １０.０１ꎬ Ｐ ＝ ０.００ꎬη２ ＝ ０.１０)ꎮ 简单效应

比较后发现ꎬ亲辈线索下自传记忆回忆的提取时间快

于朋辈、祖辈和同学ꎻ祖辈、朋辈反应时小于同学ꎻ祖
辈和朋友的自传记忆提取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
留守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留守经历大学生自传记忆

提取时间快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(Ｆ ＝ ３.２４ꎬＰ<０.０５ꎬη２

＝ ０.０７)ꎮ 性别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( Ｆ ＝ ０. ３８ꎬＰ ＝
０.５４ꎬη２ ＝ ０.００)ꎮ 见表 １ꎮ

表 １　 人物线索自传记忆提取的关系参照效应(ｎ ＝ ９１)

关系参照

(ｘ１ —ｘ２ )
ｘ１ ｘ２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

亲辈—祖辈 ３.５３ ３.６５ ０.０５ －２.３９ ０.０２
亲辈—朋友 ３.５３ ３.６４ ０.０５ －２.２２ ０.０３
亲辈—同学 ３.５３ ３.８７ ０.０５ －６.５３ ０.００
祖辈—朋友 ３.６５ ３.６４ ０.０５ ０.１３ ０.９０
祖辈—同学 ３.６５ ３.８７ ０.０６ －３.５８ ０.００
朋友—同学 ３.６４ ３.８７ ０.０６ －３.８８ ０.００

　 注:ｘ１ 和 ｘ２ 为提取反应时的 ｌｏｇ 值ꎮ

２.２　 留守、非留守经历与父母教养方式匹配组大学生

关系参照特征　 见表 ２ꎮ

表 ２　 留守 / 非留守 / 父母教养方式匹配组大学生

人物线索自传记忆提取的关系参照效应(ｎ ＝ ９１)

组别
关系参照

(ｘ１—ｘ２)
ｘ１ ｘ２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

留守 亲辈—祖辈 ３.４０ ３.４７ ０.０８ －０.９３ ０.３６
(ｎ ＝ ３２) 亲辈—朋友 ３.４０ ３.５５ ０.０７ －２.２４ ０.０３

亲辈—同学 ３.４０ ３.７３ ０.０９ －３.７１ ０.００
朋友—同学 ３.５５ ３.７３ ０.１０ －１.７３ ０.０９
朋友—祖辈 ３.５５ ３.４７ ０.０７ １.１７ ０.２５
祖辈—同学 ３.４７ ３.７３ ０.１１ －２.３７ ０.０２

教养匹配 亲辈—祖辈 ３.７２ ３.８６ ０.１１ －１.２４ ０.２４
(ｎ ＝ １３) 亲辈—朋友 ３.７２ ３.８７ ０.０９ －１.８１ ０.１０

亲辈—同学 ３.７２ ４.０３ ０.１６ －１.９０ ０.０８
朋友—同学 ３.８７ ４.０３ ０.１５ －１.００ ０.３４
朋友—祖辈 ３.８７ ３.８６ ０.１１ ０.１４ ０.９０
祖辈—同学 ３.８６ ４.０３ ０.１８ －０.９４ ０.３７

非留守 亲辈—祖辈 ３.５７ ３.７１ ０.０７ －１.８９ ０.０７
(ｎ ＝ ４６) 亲辈—朋友 ３.５７ ３.６３ ０.０７ －０.７０ ０.４９

亲辈—同学 ３.５７ ３.９３ ０.０７ －５.０６ ０.００
朋友—同学 ３.６３ ３.９３ ０.０９ －３.４１ ０.００
朋友—祖辈 ３.６３ ３.７１ ０.０７ －１.０１ ０.３２
祖辈—同学 ３.７１ ３.９３ ０.０９ －２.５２ ０.０２

　 注:ｘ１ 和 ｘ２ 为提取反应时的 ｌｏｇ 值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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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筛选出 １３ 位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作为匹配组ꎬ匹配

组与留守经历大学生在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得分上

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Ｐ 值为 ０.４０ ~ ０.８７)ꎬ留守经历

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父亲干涉、父亲温暖、父亲偏

爱、父亲过度保护、母亲偏爱和母亲温暖的得分低于

非留守经历大学生(Ｐ 值为 ０.０５ ~ ０.０１)ꎮ 对 ３ 组大学

生自传记忆提取任务上的反应时差异进行检验ꎬ结果

发现ꎬ留守经历大学生亲辈和祖辈反应时小于同学ꎬ
亲辈小于朋辈ꎬ朋辈亲密朋友(或恋人)与同学之间差

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亲辈与祖辈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

义ꎮ 父母教养方式匹配组内各人物线索之间差异均

无统计学意义ꎮ 非留守组中亲辈、朋辈和祖辈人物线

索反应时与同学线索反应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ꎻ祖
辈线索反应时和朋辈线索反应时、亲辈线索反应时与

祖辈线索反应时、朋辈线索反应时与亲辈线索差异均

无统计学意义ꎮ
２.３　 性别与留守因素对大学生关系参照特征的影响

对不同性别与留守因素在关系参照特征上的差异进

行 ｔ 检验结果发现ꎬ有无留守经历的男性大学生亲辈

与祖辈线索的自传记忆提取反应时均快于同学线索

(Ｐ 值均<０.０５)ꎻ亲辈与祖辈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

(Ｐ 值均>０.０５)ꎮ 非留守经历女性大学生亲辈、朋辈、
祖辈线索自传记忆回忆反应时均快于同学线索(Ｐ 值

均<０.０５)ꎻ朋友线索与亲辈线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

(Ｐ ＝ ０. ３０)ꎻ亲辈线索快于祖辈线索( ｔ ＝ － ２. ２９ꎬＰ ＝
０.０３)ꎮ 留守经历女大学生亲辈与祖辈、朋辈、同学 ４
种自传记忆提取反应时两两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

义(Ｐ 值均>０.０５)ꎮ 见表 ３ꎮ

表 ３　 不同性别留守 / 非留守大学生人物线索自传记忆提取的关系参照效应

性别
关系参照

(ｘ１ —ｘ２ )
留守

ｘ１ ｘ２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

非留守

ｘ１ ｘ２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
男 亲辈—祖辈 ３.４６ ３.４２ ０.１４ ０.３０ ０.７７ ３.４９ ３.５７ ０.０７ －１.０２ ０.３２

亲辈—朋友 ３.４６ ３.５８ ０.１３ －０.９２ ０.３８ ３.４９ ３.６１ ０.０８ －１.４５ ０.１６
亲辈—同学 ３.４６ ３.７８ ０.１３ －２.３６ ０.０４ ３.４９ ３.８２ ０.１１ －３.１０ ０.０１
朋友—同学 ３.５８ ３.７８ ０.１０ －２.０６ ０.０６ ３.６１ ３.８２ ０.１２ －１.７５ ０.０９
朋友—祖辈 ３.５８ ３.４２ ０.１３ １.２４ ０.２４ ３.６１ ３.５７ ０.０７ ０.６５ ０.５２
祖辈—同学 ３.４２ ３.７８ ０.１６ －２.３０ ０.０４ ３.５７ ３.８２ ０.１１ －２.３８ ０.０３

女 亲辈—祖辈 ３.４０ ３.５３ ０.１１ －１.１７ ０.２６ ３.６３ ３.８２ ０.０８ －２.２９ ０.０３
亲辈—朋友 ３.４０ ３.５４ ０.１１ －１.２９ ０.２２ ３.６３ ３.７１ ０.０８ －１.０６ ０.３０
亲辈—同学 ３.４０ ３.５５ ０.１４ －１.１３ ０.２８ ３.６３ ４.０５ ０.０８ －５.３１ ０.００
朋友—同学 ３.５３ ３.５４ ０.１０ －０.１２ ０.９１ ３.７１ ４.０５ ０.１０ －３.４９ ０.００
朋友—祖辈 ３.５５ ３.５４ ０.２０ ０.０６ ０.９６ ３.７１ ３.８２ ０.０８ －１.２４ ０.２２
祖辈—同学 ３.５３ ３.５５ ０.１７ －０.１３ ０.９０ ３.８２ ４.０５ ０.１０ －２.２３ ０.０３

　 注:ｘ１ 和 ｘ２ 为提取反应时的 ｌｏｇ 值ꎮ

３　 讨论

３.１　 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关系参照特征　 互依型自我

建构是指个体根据亲密关系构建自我ꎬ从自我—他人

关系的视角来认识理解自我的认知结构ꎬ是强调家

庭、家族与人际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自我上的投

射ꎮ 有研究表明ꎬ留守儿童由于亲子分离ꎬ其互依型

自我建构中母亲的关系参照效应更弱ꎬ母亲作为儿童

的第一重要他人ꎬ在儿童的自我建构中有着重要的作

用[１５－１６] ꎮ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认为ꎬ婴儿与母亲的关系

表征会形成不同的依恋模式和自我—他人表征ꎬ影响

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和人际表征[１９－２０] ꎮ 本研究结果显

示ꎬ有童年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回忆亲辈依恋对象自传

记忆的反应时与祖辈依恋对象自传记忆的反应时差

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均高于回忆熟悉同学的自传记忆ꎬ
与刘亚[１５]对留守儿童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祖辈作为重

要抚养人在留守儿童的自我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ꎬ虽
然具有童年留守经历ꎬ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亲辈抚

养人仍然是个体自我中的重要他人[１６] ꎮ
在朋友参照效应上ꎬ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与国内其

他研究结果一样ꎬ表现出显著的朋友参照效应[１３－１４] ꎮ
朋辈参照水平与亲辈参照水平的自传记忆提取时间

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青年大学生离开家庭独立生活

和寻求同伴认可的年龄特点一致ꎮ 大学期间是个体

实现自我扩展获得亲密感的人生阶段ꎬ朋辈重要他人

进入自我建构的扩展结构中将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处

理朋辈人际[１４] ꎮ 然而留守经历大学生却并没有出现

朋友参照效应ꎬ即提取朋辈依恋对象自传记忆的反应

时并未高于普通同学ꎮ 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互依型自

我建构中可能并没有包括朋辈的依恋对象ꎮ 国外研

究表明ꎬ互依型自我建构的个体在自我建构中自我与

他人的重叠程度更高ꎬ能够更好理解他人的情绪与观

点ꎬ更好地处理人际矛盾ꎬ还具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

和幸福感ꎬ人际距离往往也更亲密[９] ꎮ 由此可见ꎬ留
守经历大学生更易出现人际困扰、更能够体验孤独

感ꎬ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率和人际信任也较低ꎬ可能都

与留守经历大学生互依型自我建构的特点有关ꎮ
３.２　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关系参照特征　 互依型

自我建构产生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ꎬ在儿童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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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ꎬ这种交往的对象主要是父母与祖辈抚养者ꎮ 家庭

关系的亲密度与养育环境是影响互依型自我构念的

重要因素ꎬ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父母的干涉、拒绝、偏

爱、温暖、严厉、保护也会影响儿童的自我意识发展ꎮ
为了分离留守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ꎬ本研究在非留

守大学生中挑选出父母教养方式与留守大学生在各

因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匹配组ꎬ结果证实ꎬ匹配

组大学生在亲辈、祖辈、朋辈依恋对象的自传记忆回

忆中并未出现与一般同学的差异ꎬ即亲辈、祖辈、朋辈

的重要他人可能均没有进入匹配组大学生的自我结

构ꎮ 匹配组的大学生虽然没有经历亲子分离ꎬ但倘若

家庭中父母教养方式与留守经历大学生差异无统计

学意义ꎬ则对青年自我结构中的互依型自我建构有更

加消极的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留守经历会影响大学生的

互依型自我建构水平ꎬ然而心理留守却比亲子分离对

大学生有着更加消极的影响ꎮ
３.３　 留守对不同性别大学生关系参照特征的影响　
由于集体主义文化的浸润ꎬ我国青年在关系参照中常

表现出显著的父母关系参照效应ꎮ 有研究表明ꎬ即使

留守少年在与父母长期亲子离异的情况下仍会由于

文化的作用而表现出显著的亲辈和祖辈参照效应[１６] ꎮ
Ｐｏｈｌｍａｎｎ 等[２１] 认为ꎬ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根据社会

规范既定的资格来建立亲密关系ꎬ因而会与母亲、父
亲、祖父母等既定的对象建立稳固的社会关系ꎬ并产

生稳定的关系参照效应ꎬ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ꎮ 然而

在不同性别上ꎬ留守对于青年大学生互依型自我建构

的影响却有较大差异:男性大学生无论是否曾经留守

均表现出符合传统文化要求的亲辈与祖辈的关系参

照效应ꎬ而均未表现出朋友参照效应ꎬ可能与传统文

化对男性遵从家族、独立自主、较少依赖的性别角色

要求有关ꎻ非留守经历女大学生表现出亲辈>朋辈>祖
辈>同学的关系参照特征ꎬ与女性重视恋人、朋友等同

伴关系的人际特征有关ꎮ 周丽等[１４]的研究也表明ꎬ女
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在同等亲密程度的情况下更易产

生恋人关系参照效应ꎮ 而留守经历女大学生并未表

现出同学线索自传记忆回忆慢于亲辈、祖辈、朋友线

索的趋向ꎬ可能是由于留守经历女生相较男生自尊水

平偏低、同伴质量较好[２２] ꎮ 留守女生是否在人际上更

加具有依赖性ꎬ更多依赖同伴ꎬ自我分化水平是否更

易受到留守因素的影响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和

研究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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